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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由博纳影业集团、太阳
娱乐、银都机构等联合出品，叶伟信监
制，著名导演郑保瑞执导，吴京、张晋、
托尼贾、古天乐、任达华主演的3D动
作电影《杀破狼2》将于6月18日登陆
国内各大院线。

郑保瑞透露，《杀破狼2》不仅仅
是一部动作电影，也是一部阐述宿命
主题的剧情片。片中，吴京的“狼
性”、张晋的细腻和托尼贾的“狂野”
交织在一起，无论是文戏还是武戏，都
将打破动作片原有的格局，开辟了文
武双全的新模式。

影片中，吴京扮演卧底警察志杰，
他坦言自己的角色为了深入敌方不惜
吸毒而濒临崩溃，却依旧能在逆境中

重燃新生。而他的搭档托尼贾，在戏
中饰演一位血癌患者的父亲，是志杰
能重燃新生的关键，两人后来一起出
生入死，冲破重重难关。他们二人一
个血性深沉，一个“狼性”柔软，二人既

互补又堪称最佳拍档。
在片中，张晋饰演的大反派是一

个复杂的角色，张晋表示：“很难定义
这个角色的正邪，从观众的角度看，
我是一个坏人。但是从戏中角色的
角度，古天乐的角色救过我的命，我
想报答他，这是我对他的承诺，不能
背叛。所以这个人并不是完全负面
的。”这样的性格设定，让三个角色之
间的故事线索彼此交错，无论是武打
场面不同风格的切磋，还是角色之间

“宿命”的牵绊，都使三人之间的对手
戏擦出了别样的火花，使这三个不同
经历、性格的角色之间的故事更加耐
人寻味，也为观众呈现出了文武双全
的全新模式。 （欣欣）

田亮叶一茜自曝糗事
本报讯 第8期《为她而战》播出在即，继体

操王子杨威夫妇加盟后，节目现场又迎来一员虎
将——跳水王子田亮将携手夫人叶一茜上场。

节目中，众明星纷纷自曝自己的毕业院校，叶
一茜透露，自己差点阴差阳错进了体校，此后嫁给
了奥运冠军田亮，这才算是和体育结下了不解之
缘。田亮则自曝，他目前还未从清华大学体育人文
系毕业，原因主要是因为“被卡在英语上面”。叶一
茜紧随其后补上“一刀”说：“跟他在一起到现在，他
都一直在读书，还没毕业。”众夫妻更是调侃田亮：

“不要等到森碟毕业，森碟爹还没毕业哟。”（欣欣）

《前夫求爱记》今开播
本报讯 由尚敬执导，汇集国内一线笑将闫

妮、高亚麟、钱芳、刘亚津、范明、洪剑涛和实力演
员大左、佟悦、李舒桐等人的都市欢喜追花剧《前
夫求爱记》，将于5月27日晚登陆湖南卫视金鹰
独播剧场。

剧中，“佟掌柜”闫妮摇身一变成为律政女汉
子鲍小蕾，是高亚麟眼里的暴烈娘，两人不打不相
识，从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闹的嘴搏中渐生爱
意，顺理成章地组成了爆裂夫妇，带领着前夫帮和
独身女人们勇敢地追求爱情。 （欣欣）

电影《33号公路》启动
本报讯 5月 26日，公路爱情轻喜剧电影

《33号公路》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在三亚举行。
据介绍，《33号公路》是一部围绕工作、爱情和家

庭展开的喜剧电影。故事主要讲述恐婚男张宇因事
业遭到重大打击走投无路，为赢取20万元的结婚基
金，参加了一场真人秀相亲节目，却意外结识坚强独
立的恨嫁女杨小夕。两人一同奔赴节目组安排的海
南自驾游，不料遇到一系列搞笑、奇葩的囧事，但一
路上遇到的淳朴温暖也同样令人感动，促使这对合
约情侣最后慢慢爱上了对方。 （欣欣）

《抓住彩虹》今上卫视
本报讯 民国传奇剧《抓住彩虹的男人》（简

称《抓住彩虹》）将于5月27日晚登陆浙江卫视、
东方卫视黄金档开播。

据介绍，该剧由刘恺威、郑爽、李东学等领衔
主演，将带着观众走进民国时期的江南水乡，领略
那一带的染坊里的爱恨情仇。

《抓住彩虹》是吴锦源和桐华的第二次合作，
两人之前合作的《步步惊心》曾火爆两岸三地。而
出品方梦幻星生园出品的剧目如《千山暮雪》等都
是大热剧，《抓住彩虹》作为今年力推的大剧，将成
为一部让观众目不转睛的传奇剧。 （欣欣）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卫小
林）美国著名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创
立的科幻经典系列片《侏罗纪公园》推出
第4部《侏罗纪世界》了，记者今天从海
南几大院线获悉，该片已经引进中国内
地并定档6月10日起在海南与内地同
步公映，海南观众有幸比北美本土观众
提前两天欣赏到该片。

据介绍，《侏罗纪世界》并非斯皮尔
伯格亲自执导，他只担任了本片的监制；
本片导演科林·特雷沃罗是一位70后新
锐导演，此前并没有什么大片名片问世；
男主演克里斯·普拉特也是一位70后，
2012年才因出演《刺杀本·拉登》而成
名，去年在《银河护卫队》中饰演了星爵
彼得·奎尔；女主演布莱斯·霍华德则是
一位80后，她的父亲是美国著名导演罗
恩·霍华德，出生于电影世家的布莱斯童
年时代就在《阿波罗13号》等片中露脸，
但真正让人记住她名字的电影，则是印
度导演奈特·沙马兰的影片《灵异村》。

“这部新片的主创都没什么名气，但
正像斯皮尔伯格执导第一部《侏罗

纪公园》一样，这个系列电影不追求明星
效应，而是追求恐怖惊悚效果，它最想

‘显摆’的是当今3D动画设施制造出来
的恐龙如何让人类惊慌失措的噱头。”海

南一位院线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侏罗纪世界》的故事

发生在第一部《侏罗纪公园》问世22年
后，当年在《侏罗纪公园》里出现的纳布

拉尔岛，如今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恐
龙主题公园和度假胜地——侏罗纪世
界，在这里，游客可以乘着船、驾着车或
者坐在透明的旋转球里欣赏身边各种各

样的恐龙，优美的景色、宁静的气氛，令
无数游客在这里流连忘返……然而，就
在这一派热闹当中，暗藏着的危机不期
而至——国际基因科技公司在制造恐龙
的同时，力图将不同种类甚至不同物种
的DNA相结合打造“混血儿”，最终，由
这一“创意”制造出来的可怕的掠食者恐
龙D-Rex，搅得整个“侏罗纪世界”陷入
了重重危机之中……

据悉，第一部《侏罗纪公园》于
1993年上映，第二部于1997年上映，第
三部于2001年上映。最新这部《侏罗
纪世界》中，克里斯·普拉特饰演的欧文
是一位科学家，正是他带领研究小组来
到“侏罗纪世界”研究恐龙后从而引发
了意外；布莱斯·霍华德则饰演了运营
整个“侏罗纪世界”的女高管克莱尔。

“与14年前上映的《侏罗纪公园3》相
比，如今的最新电影科技已为整个系列
电影注入了全新的生命力，尤其是栩栩
如生的3D效果，更令这部电影的观赏
性达到整个系列的新高度。”海南
院线业内人士说。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卫小
林）好莱坞动作大片《复仇者联盟2》（简
称《复联2》）到今天已上映15天，记者今
晚从海南院线业内获得的数据显示，该
片内地总票房已达到13.3亿元，攀上了
中国内地电影票房榜第四的高位。

据介绍，《复联2》从5月12日开始在
内地上映，虽然首日全国票房表现并不抢
眼，那是因为当天遇上了全国影院半价
日，但此后该片表现一直不俗，尤其是在5
月15日那个周末，全国三天票房总共进
账超过5亿元，其中仅5月16日一天就达
到了2.56亿元，因此该片截至5月18日
的全国票房就已突破了10亿元，耗时7
天，其卖座速度仅次于《速度与激情7》创
下的5天全国票房破10亿元的纪录。

记者了解到，《复联2》全国票房在成功

突破13亿元后，也打破了中国内地电影票
房总排行榜格局，成功登上了内地电影有史
以来第四的高位。目前，占据中国影史头把
交椅的卖座片，是刚结束放映不久的《速度
与激情7》，全国总票房为24.3亿元；名列第
二的卖座片是去年上映的《变形金刚4》，全
国总票房为19.79亿元；排名第三的卖座片
是《阿凡达》，全国总票房13.82亿元；原排名
第四的《人再囧途之泰囧》的12.67亿元全国
票房，被《复联2》以13.3亿元成功“篡位”。

“虽然今天《复联2》全国还有超过
20%的排片率，但随着《明日世界》和《屠
魔战士》两部进口科幻片从今天开始上
映，而且它们的排片率均超过了《复联
2》，因此《复联2》后劲不会太强了，想要
超过《阿凡达》夺得中国影史第三的宝座
已不太容易了。”海南影院业内人士说。

“侏罗纪公园”系列片推出第4部

《侏罗纪世界》6月10日公映

中国上映15天总票房13.3亿元

《复联2》攀上影史第四高位
吴京张晋托尼贾三人故事互相交织

《杀破狼2》开启文武双全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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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破狼2》剧照

NBA战报
（西部决赛）

火箭128：115勇士
（总比分1：3火箭落后）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作为国内最具
知名度的高尔夫赛事之一，2015“海南
公开赛”全球巡回推广赛第四站、华东地
区第三场赛事近日在南京落幕，近百位
高尔夫选手参与争夺。

“海南公开赛”与“环海南岛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并
称“海南三大赛”，是列入中国国家体育总
局年度赛事计划的高尔夫公开赛，是目前
中国赛事体系最完备、参与人数最多、影
响力最广泛的高尔夫赛事之一。

此次江苏站比赛为“海南公开赛”全

球巡回推广赛5月赛季的最后一场比
赛，经过4个多小时争夺，最终，男子组
总杆冠军被陶昊以74杆的成绩收入囊
中，女子组总杆冠军则由盛洁摘得，她的
最终成绩为73杆——她同时还是本场
比赛最远距离奖的获得者（210码）与最
多小鸟奖的获得者（4只小鸟），是本场
比赛最大赢家。总杆亚军、季军分别被
宗新志、陈军卫夺得，陈军卫同时还获得
了最近旗洞奖。净杆一至三名由万军、
赵海克、高世平获得。

2015“海南公开赛”全球巡回推

广赛江苏站比赛结束后，5月份的巡
回推广赛将暂时告一段落。6月份，
比赛将分别在江西、湖南、重庆以及
宝岛台湾举行。“海南公开赛”赛事总
监赵新宇表示，4、5月份的四站巡回
推广赛，达到了推广赛的预期目标，
选手们对赛事的评价很高，通过这几
场比赛，选手们不但对赛事的品牌更
加认可，而且也充分了解到海南对高
尔夫运动的支持。6月 7日，2015“海
南公开赛”全球巡回推广赛将在南昌
继续本赛季征程。

海南公开赛巡回推广赛江苏站收杆

陶昊和盛洁分夺男女组冠军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

本报海口5月26日讯（记者王黎刚）
经过5天的激烈角逐，2015全国青少年
校园足球冠军杯赛长沙分区赛昨天结
束。海南海口校园足球代表队获得初中
组二等奖、小学组三等奖及团队公平竞
赛奖。初中组球员肖劲被评为本次校园
足球冠军杯赛分区赛的“希望之星”。

海南海口校园足球代表队初中组
有18名球员，他们分别来自海南中学、

海口一中、海口四中、灵山中学、琼山华
侨中学、义龙中学和海南白驹学校。小
学组队员有14名球员，他们分别来自
滨海九小、英才小学、农垦二小、农垦三
小、景山学校、景山学校海甸分校和白
沙门小学。

在初中组的比赛中，海南海口校园
足球初中组代表队在小组赛中8：0战胜
云南队，7：0击败贵州队，1：5负于广东

队，小组赛以2胜1负进16球失5球的成
绩晋级半决赛。在半决赛中，他们0：2遗
憾负于湖北省代表队，获得本次分区赛
的二等奖，无缘晋级全国总决赛。

在小学组的比赛，海南海口校园足
球小学组代表在小组赛中0：1负于南昌
队，0：0战平福州队，1：2负于义乌队，小
组赛以1平2负进1球丢3球，无缘晋级
半决赛。海口队在排位赛中2：2与宁波

队战平，经过点球大战而输掉本场比赛，
最终取得分区赛的三等奖。

我省球员肖劲凭借着出色表现，被
大赛组委会评为全国校园足球冠军杯赛

“希望之星”荣誉称号。此外，海南海口
校园足球队还获得了本次冠军杯赛分区
赛的公平竞赛奖。

海南海口初中组代表队队员胡良健
在首场比赛中，为球队取得首粒进球，但

在比赛进行间隙因左手骨折下场，无缘
后面的比赛。全国校园足球冠军杯赛形
象大使郝海东听闻此事后到海南海口代
表队驻地看望胡良健，同时送上签名足
球和慰问金，希望他勇敢追逐足球梦想，
早日康复，重新回到绿茵场。

本次比赛由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国家奥林匹克
体育中心承办。

2015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冠军杯赛长沙分区赛收兵

海口校园足球队获初中组二等奖

据新华社巴黎5月25
日电（记者张寒 王子江）中
国“金花”张帅25日在法网
女单首轮比赛中苦战两盘
不敌捷克新星普利斯科
娃。虽然第五次法网“一轮
游”，和曾在罗兰·加洛斯捧

杯的李娜无从相比，但这场的发挥令她
信心大增，虽败，却既无遗憾也不难过。

这已是26岁的张帅第14次取得四

大满贯赛的正赛资格，不过每次都是首
轮出局。这一次，她对自己的表现感到
尤其满意，评价其为职业生涯至今自己
发挥最好的一场，“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可
遗憾和难过的，反而增加了很多信心”。

自去年因伤取消一系列赛程以
来，张帅的名次下滑严重，法网赛前已
跌至第122位。

张帅的世界排名在2014年曾达到
职业生涯最高的第30位，但在她看来，

这不好被拿来和李娜比。“不能因为有
过李娜就老问我们什么时候能成为李
娜，”张帅说。“她是我们的骄傲，但我从
来不会对比，我能做的只是每天努力。”

她乐观地把每一次失利视作成长
路上的阶梯。法网出局后，她说：“我
毕竟年龄在这了，也有了一定的阅
历。咱不说成功的次数，咱失败都积
累到一定次数了，人应该更沉稳一些，
能承受失败。”

据新华社巴黎5月25日 如果不
出意外，21岁的郑赛赛将在今年晚些
时候成为中国金花中排名最高的选
手，但是在法网首轮出局后，她说，如
果打不出成绩，当一姐没有什么意义。

郑赛赛当天以3：6，0：6输给了捷
克选手赫拉德卡，匆匆结束了自己的
首次法网正赛之旅。她现在的世界排
名是第62位，在中国所有选手中，仅
次于排在24位的彭帅。

由于彭帅前一天透露将因伤退出
今年所有的比赛，世界排名肯定会大
幅度下降，这样郑赛赛很有可能会在
下半年超过彭帅，成为中国一姐。不
过对于这个称谓，郑赛赛并不在意。

“我的目的是要提高自己，每天修
正自己不足的地方，不是和别的选手争
排名。排名60位当一姐有什么意义嘛，
我觉得毫无意义，”她赛后告诉记者。

郑赛赛当天比赛的对手赫拉德卡
的世界排名仅高她一位，但比赛场面
看上去相差很大，对此她解释说：“她
最近成绩特别好，发球太快，很难接，
我接球后很容易被一下打死。”

自从2011年参加职业巡回赛以
来，郑赛赛获得了67万美元的总奖
金，她说现在的赞助并不是太多，仅有
的赞助也只是以实物为主。

首轮出局后，郑赛赛说：

成绩不好
当中国一姐没意义

张帅：不是谁都能成为李娜

中国足协公布国足
世预赛首战23人名单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中国足协26日公
布了国足在2018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客场对
阵不丹队的23人名单，广州恒大队有8人入选，其
中未能入选今年年初亚洲杯的冯潇霆重回国足。

此外，江苏舜天有5人入选，上海上港有4人
入选，山东鲁能有3人入选，北京国安有2人入选。

较之此前公布的30人大名单，落选的7名球
员是门将刘殿座，后卫于洋、金洋洋以及中场宋
博轩、朴成、张池明和张文钊。

6月16日，国足将在世预赛40强赛小组赛首
战客场挑战不丹队。

主场一球负于全北队

北京队无缘亚冠八强
5月26日，在亚冠八分之一决赛第二回合比

赛中，北京国安队主场以0比1不敌韩国全北现
代队，两回合总比分1：2，无缘八强。

图为北京队河大成（中）赛后失落地坐在
地上。 新华社发

张
帅
在
比
赛
中
。


